
自 2010年上市至今，途观已赢
得了超过 240万用户的青睐， 成为
国内合资 SUV 市场当之无愧的领
军者。 如今，IQ 颜值双在线的新途
观家族一经亮相， 就以年轻化的造
型设计与智能化的科技配置， 得到
了业界与消费者的关注与认可；8月
3 日，新途观家族开启预售，订单量
持续攀升。 同时，针对新老途观车主
的“宠粉”招募活动也在火热进行，
有幸入选的途观车主将获得登上杂
志大片、朋友圈广告等惊喜福利。

颜值在线运动造型 + 悬浮设计
打造里里外外高颜值

新途观家族采用了焕然一新的

运动造型， 由内而外地散发高颜值
运动气息。 新途观 L 前脸极具
R-Line 运动风格的高光黑下进气
格栅，搭配两边惹人注目的 C 型镀
铬饰条， 带来满满运动感。 吸睛的
IQ.� Light�全 LED 矩阵式前大灯，
兼具美感与智能， 上扬的大灯造型
像是开了眼角，配合新途观 L 的贯
穿灯带设计， 科技感满满的同时又
引人注目。而尾部棱面立体 LED尾
灯带流水转向， 动态效果点亮后充
满律动感。

新途观 L 插电式混合动力版
也运用了新前脸造型，加上 PHEV
专属徽标和 I 形日间行车灯， 彰显
插电混动车独有身份。

新途观家族的内饰造型也经过

全新设计， 全新 12 英寸悬浮式中
控屏具有智能语音、隔空手势、触摸
控制等功能， 集成了智能在线实时
导航、车辆设置、拨打电话等操作，
可谓 IQ与颜值兼具。 搭配 10.3 英
寸全数字液晶仪表、 全新 R-Line
专属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先锋感十
足的 30 色 LED 环境氛围灯、哈曼
卡顿高级音响系统， 仿佛在车内就
可以上演光影视听秀， 让驾乘者全
方面沉浸于美学与科技结合的数字
座舱带来的舒适体验中。

IQ 在线 前瞻智能科技装备全
副武装

新途观家族的全新高颜值让人
印象深刻，IQ 方面也自然不在话
下。 值得一提的是 Travel� Assist

全旅程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搭载的
系统芯片能达到每秒超 2.5 万亿次
的运算能力， 毫秒间精准计算海量
信息， 并可以实现 0-160km/h 速
度范围内均可全速域驾驶辅助，而
Lane� Assist车道保持系统可以提
示车辆即将偏离车道， 并主动修正
方向，降低越线风险。让车主行驶之
路更加安心。

新途观家族的 IQ 在线还体现
在 Front� Assist 碰撞警告系统、
PLA� 3.0 智能泊车系统、360 度鸟
瞰式全景可视行车辅助系统、 上汽
大众智慧车联系统， 无论是自动泊
车，还是语音控制，处处都体现新途
观家族的 IQ 在线， 全方面地让驾
乘者在日常行车充分感受智能科技
跃升所带来的便捷与安全。

“宠粉”福利 送新老途观车主
上封面

在 8月 3日新途观家族预售之
际， 上汽大众同步开启了全国招募
240 名新老途观车主的宠粉活动。
其中 24 位新老车主代表会获得拍
摄时尚大片并登上顶尖杂志的福
利，240 名新老途观车主会获得时
尚大咖领先的专业造型团队定制焕
新服务， 并有机会将他们送上朋友
圈广告，亲身体验 IQ颜值双在线。

途观自 2010 年上市， 获得了
超过 240 万消费者信赖，成为合资
SUV 的领军者，此次新途观家族上
市，将继续以领先的造型与科技，树
立领潮智能中型 SUV标杆。

（闻言培）

21.58万-29.39万 新途观家族 IQ颜值双在线“宠粉”上市
8月 20 日，领潮智能中型 SUV 标杆新途观家族上市。 新途观 L 提

供 330TSI 及 380TSI 4MOTION 两种动力总成、共计六款车型，建议
零售价为 21.58 万元—28.18 万元；新途观 L PHEV 提供插电混动尊贵
版及插电混动旗舰版两款车型， 建议零售价为 25.78 万元与 26.88 万
元；2022 款途观 X 则带来五款车型， 建议零售价为 24.19 万元—29.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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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潮趣、智趣、驾趣于一身的纯
电车 ID.3， 在现场揭开其神秘面
纱，并正式启动预订。基于MEB平
台打造的第三款纯电动车 ID.3 拥
有长轴距、短前后悬的设计，舒展侧
身造型的同时更显年轻运动。 其不
仅有 ID. � Light 光语系统 、IQ. �
Light 矩阵式前大灯等代表大众
ID.系列一贯特点的光语互动科技，
还有同级别独有的 AR� HUD 增强
现实抬头显示，让驾乘者得以直观
地体验到前端科技带来的乐趣。 得
益于同级罕有的后轮驱动，ID.3 在
加速时，车辆重心后移，使得后轮获

得更多的抓地力，提高了加速性能，
3 秒即可实现提速到 50 公里时速
的推背感。再加上独立五连杆后悬、
50 比 50 重量配比，让 ID.3 的驾驶

体验处处体现灵巧自如的乐趣。 随
着 ID.3 加入 ID.家族，上汽大众 ID.
元年的产品拼图即将完成。 据悉，
ID.3预计年内上市。 快速的产品投
放节奏，展现大众品牌电动化战略
上的强大体系实力。 7 月，ID.4� X
和 ID.6� X 合计零售达 3,009 辆，
环比翻番增幅显著，在 ID.家族推出
仅四个月的时间内，持续销量不断
攀升的积极态势。

作为上汽大众 B 级车标杆，新
帕萨特家族首推“双前脸”造型，进
一步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全新设计的星空前脸采用更激进、
前卫的设计语言，运用参数化方式
排布点状造型元素。 另一款点阵式
精工格栅前脸，延续了帕萨特家族
的经典设计语言， 更显精奢质感。
搭配横向发光灯带与两侧大灯相

连，贯穿于前脸之中，未来感十足。
黄金比例的车身线条依旧优雅迷
人，双腰线与贯穿式 LED尾灯完美
连接，点亮时呈现云流水般的优雅
律动感。颜值不凡的 IQ.Light不仅
能跟车主打招呼，还有超实用的功
能。 当车辆交汇时，可以实时调整
大灯照射范围，不造成对方炫目的
同时照亮更多面积，让驾驶更安全、
更便捷。 在智能装备方面，帕萨特
作为首款搭载 MOS 智慧车联系统
的上汽大众车型，用一声“你好，大
众”，就能开启一段舒心的旅程。此
外， 搭载 Travel� Assist 全旅程智
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以实现名副其
实的 L2+级辅助驾驶。 自 2000年
上市以来，帕萨特先后经历了 6 次
换代，超过 20 次改款，凭借出色的
产品力， 收获超 300 万用户的青

睐， 也成为国内首款实现该销量数
字的中高级轿车，B 级标杆实至名
归。

上汽大众另一款明星车型，新
途观家族采用了焕然一新的运动造
型， 由内而外地散发高颜值运动气
息。 新途观 L前脸极具 R-Line 运
动风格的高光黑下进气格栅， 搭配
两边惹人注目的 C 型镀铬饰条，带
来满满运动感。 吸睛的 IQ.� Light
大灯，兼具美感与智能，上扬的大灯
造型像是开了眼角， 配合新途观 L
的贯穿灯带设计，科技感满满。内饰
造型经过全新设计， 全新 12 英寸
悬浮式中控屏具有智能语音、 隔空
手势、触摸控制等功能。 搭配 10.3
英 寸 全 数 字 液 晶 仪 表 、 全 新
R-Line 专属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先锋感十足的 30 色 LED 环境氛
围灯、哈曼卡顿高级音响系统，豪华
氛围满格。 Travel� Assist 全旅程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Front� Assist
碰撞警告系统、PLA� 3.0 智能泊车
系统、360 度鸟瞰式全景可视行车
辅助系统、 上汽大众智慧车联系统
等丰富的智能配置， 令车主全方面
享受智能科技跃升所带来的便捷与
安全。 途观自 2010年上市，获得了
超过 240 万消费者信赖，成为合资
SUV 的领军者，此次新途观家族上
市，将继续以领先的造型与科技，树
立领潮智能中型 SUV标杆。

随着新产品的密集投放和创新
营销举措的深入推进， 上汽大众大
众品牌将继续以消费者需求为中
心， 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体验。

闻言培

第二十四届成都车展， 上汽
大众大众品牌携全新 ID.3 以及
新近上市的王牌组合—新帕萨特
家族、新途观家族联袂亮相。


